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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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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全球未來的責任 
Our Responsibility for the Global Future 

 

 

 

 

 

全球年會時間：2018 年 10 月 17-20 日 

會議地點：德國 奧格斯堡 

青年論壇時間：2018 年 10 月 15-17 日 

青年論壇地點：  

 

主辦單位：國際志工協會（IAVE）、 

德國奧格斯堡志工中心(Volunteer Center Augsburg) 

台灣籌組單位：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IAVE 國家代表辦公室)  

IAVE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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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際志工協會（IAVE）創立於 1970 年，為國際上第一個也是唯一的

跨國志工網絡組織，在國際民間社會聲譽崇隆，於志願服務領域居領航地

位。IAVE 總部設於美國華盛頓 DC，擁有 55 個國家作為國家代表，會員遍

佈全球 95 個國家，其區域涵蓋北美地區、歐洲、拉丁美洲、非洲、亞太地

區及阿拉伯國家等。IAVE 並為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ECOSOC）的特別諮商（Special Consultative Status）團體，

為各聯合國會員國統籌志工培訓和倡導志工精神。 

自創立以來，每雙數年舉辦世界年會，單數年於全球五大洲舉辦區域

年會，已成為聯合國相關組織、NGO 及推展志願服務的各級政府及企業共

同匯聚交流的重要平台，每屆皆吸引超過 80 個國家近千位代表與會。聯合

國更在2001年1月在阿姆斯特丹的會議中，制定國際志願服務元年的開始；

2011 年在新加坡舉辦國際志願服務年+10 的慶祝，再再地展現 IAVE 國際

志工協會全球年會的重要性。 

歷屆參與者為來自國際間、國家、地方，將近 1,000 位的領導者，為致

力於公民社會組織(NGO)、基層倡議、商業、宗教、教育、政府的志願服務。

IAVE 近年來在專業志工領域的發展受到各國政府仰賴，近幾年協助雪梨奧

運、韓國世足賽、加拿大殘障奧運、北京奧運及俄羅斯薩奇冬季奧運等大

型賽事之規劃與諮詢。IAVE 長年來倡導志工精神與專業志工培訓，對全球

志願服務的推展具有莫大貢獻。 

 



     #IAVEinAugsburg 

 - 4 - 

貳、籌組台灣代表團 

「志工臺灣、全球接軌」不只是口號，而是 Volunteering Taiwan 努力

走出本土的理念，從 2001 年貣成為國際會議及區域會議模範生，透過積極

參與與搭建國內志工與國際接軌的橋樑，Volunteering Taiwan 率先為國際

志工事業的成立與播種努力，讓全世界聽到我們的聲音。 

國內志工界的支持與投入，透過台灣志工的眼睛，我們用語言、文字與

影像將台灣的愛、土地的美麗、生態的可貴、人民的想法、志工的努力無

私地呈現於國際舞台上，受到好評與迴響。因為愛，Volunteering Taiwan

與國內志工界的播種計畫，在國際間露出新芽，也建立貣國際網絡。 

Volunteering Taiwan 於成立以來積極展開與各議題社團對話，以網絡

連結方式響應全球志願服務發展趨勢，並引領參與相關國際會議，與國際

NGO 網絡密切互動，貢獻屬於臺灣公民社會的獨特能量。尤其自 2001 年

貣即不間斷參與在 IAVE 全球年會及亞太區域年會，截至今年已成功帶領

450 個政府單位、非營利團體及企業體，超過 1,100 位代表參與志工國際活

動，舉辦超過 80 場研討會及工作坊，會議中發表過 85 篇論文，奠立了臺

灣公民組織在國際 NGO 參與的優勢地位，也讓臺灣與世界共榮並進。

Volunteering Taiwan 也先後領導國內多項大型活動志工參與，舉凡高雄世

界運動會、臺北花博、雲林農博及 2013 亞太城市高峰會都透過 Volunteering 

Taiwan 專業提供培訓或諮詢，為臺灣大型國際活動建立成功關鍵的人力資

源庫。在國際也獲得 IAVE 及各國志工界肯定，蟬聯三屆國際董事席次，

也先後獲得國際志工協會頒發 2009 年最佳夥伴團體獎及 2011 年國家代表

最佳貢獻獎。2018 年 IAVE 國際志工協會德國全球年會，我們將組臺灣代

表團鼓勵各組織或個人與會，也期待臺灣各界積極提出論文方案甄選，以

取得臺灣志工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亮的發表機會，一同將臺灣志工昂揚於

國際社會，與世界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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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會簡介 

這將會國際志工協會紀錄上，德國第一次擔任全球年會的主辦單位。

第二十五屆 IAVE 國際志工協會全球年會的主辦機構是奧格斯堡志願者中

心，並與當地機構（奧格斯堡市、奧格斯堡市民青年和家庭責任辦公室）、

區域機構（lagfa bayern eV）、國家機構（bagfa eV，德國明愛志願中心協會

eV）以及國際機構（歐洲志願服務大學）為籌畫此次會議的合作夥伴。 

本次會議主題「我們對全球未來的責任」彰顯了我們相信合作可以為

全球挑戰帶來解決之道。我們視志願服務是一種統一的力量，可以使我們

整合資源並投入時間與精力為社區帶來積極的變化。自首屆 IAVE 全球年

會召開以來，我們致力於為所有相信志願服務可改善他們的社區及生活的

志工們，創造一個鼓勵網絡連結、知識分享、及持續學習的環境，並且是

一個達成永續發展目標 SDGs 的策略。 

 

歡迎所有人一同分享經驗、專業知識和熱情，並互相學習、砥礪。 

 

Our Responsibility for the Global Future 

我們對全球未來的責任 

 
承辦單位: 

國際志工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Volunteer Effort , IAVE）、 

德國奧格斯堡志工中心(Volunteer Center Augsburg) 

時 間: 

世界青年志工論壇 2018 年 10 月 15 - 17 日 

全球年會 2018 年 10 月 17 -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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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該參加 

本次會議旨在為志工及職工角色的人員，在組織內提升他們的領

導力，進而在社區、國家或全球層面的志願服務中擔任領導： 

 全球的志願服務參與及推動組織之行政人員和員工 

 國家或區域及地方參與公民社會、公部門和宗教組織的志工 

 聯合國機構代表，含聯合國志工及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會(UNOCHA)和

相關發展社區 

 國家志願服務領導 

 協助地方基礎建設之當地志願者中心 

 國際、地區、國家和地方企業，並鼓勵他們的

職員擔任社區志工 

 負責制定和實施志願服務相關政策的政府官員 

 教育機構的代表，並致力於讓他們的學生成為

志願者 

 致力於地方、國家及全球問題宣導之倡議者 

 個人志工企業家正在建立為解決當地問題的創新草根方案 

 極度重視公民社會和志願服務探討的研究人員 

 支持志願服務和社區發展計畫的慈善倡議的代表 
 

在會議中，將有超過 60 場的機會讓你可以了解他人的想法及正在進行

的計畫，並分享你的經驗、挑戰及創新方案… 

 

會議模式 

※全體會議 

將所有與會者聚集在一貣，聚焦關鍵問題和挑戰，與全球領導者進

行接觸，並學習有影響力的創新志願服務實例。 

※論壇會議 

提供集結目標團體的機會，並使成熟的領導者、創新者、企業家和

變革推動者就共同議題進行討論。 

※分組會議 

重點討論特定主題，強化志願工作並增強其影響的計劃和運營創新；

以小組介紹，分享有效做法，解決問題和創新案例，努力使參與者

盡可能地參與討論關鍵問題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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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會議題與議程 

    (一) 大會議題 

1.國家志願服務領導  

有組織的志願活動，如同所有永續的、高影響力的活動，需要強而

有力的領導和管理。國家志願服務領導主題的焦點是使其他人可以聚集

在一貣，提供策略和業務領導力，並將志願服務的發展和維護作為其優

先事項。我們將研究國家在全球的志願服務領導的特點，並深入探索各

國領導的不同組織結構。我們將檢視國家領導工作三項功能（倡導、發

展和動員）的表現，並在每項功能下提供鼓舞人心的案例。我們將聽取

全球各地國家領導代表們討論有關他們在日常工作中面臨的關鍵議題

和挑戰。並研究我們可以採取甚麼行動加強和發展各國乃至全球的國家

領導工作？ 

 

優先考慮關注以下內容的發表人 

●政府和企業在建立可持續的國家領導中扮演的角色，著重在 

 成功的夥伴關係模式。 

●透過紀錄和有效地向對合適的人講述我們的故事，展示國家領導的重

要性，附加價值和影響力。 

●國家領導的創新活動－倡導志願服務、建立在地領導能力、研究和成

效評估等等。 

 

 

2.志願服務的在地領導  

鑑於志願服務活動多為當地社區的核心，在地志工中心傳統上被視為

提供志願服務組織在社區志工缺口上的協助。隨著時間推移，在地志工中

心已發展成為滿足其國家與社區獨特的服務需求。我們現在想探討與在地

志工中心未來相關的議題，例如：無論他們是一個媒合機構或一個發展機

構（為志願服務帶來創新與改變）在持續運作中面臨的困境；志工中心如

何定義和執行他們的功能；目前在不同國家的情況；志工中心如何確保他

們的資金；志工中心需要哪些專業發展計劃和人員培訓。與此同時，在這

個領域中，對於證明和記錄影響力的需求成長中－在問題、受服務者、志

工、服務組織。志工中心如何展示其價值和影響力？他們如何報告結果與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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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考慮關注以下內容的發表人： 

●志工中心響應非正式志工活動和偶發性、一次性志願服務活動增長 

●關於受到志工中心工作影響的人事物使其概念化的工具實例，以及其影

響是什麼； 

●世界各國發展當地基礎設施以支持志願服務和當地志願者中心。 

 

 

3.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全球挑戰  

永續發展目標（SDGs）是為了全球每一個人，所有國家和社區，無論有

多「開發」。這給志願服務帶來獨特的挑戰，強調永續發展目標可能導致對

社區生活其他部分的志願服務活動減少。這也挑戰我們要釐清我們的工作是

只為了滿足永續發展目標的範圍，或是專注在具體問題，或是關於變化的具

體指標。永續發展目標為跨部門的新形式合作提供機會，以及為新形式的志

願服務緊急狀況做準備。隨著永續發展目標的氣勢增長，將為國家和地方的

志願服務領導作出的回應帶來更大的壓力。有甚麼議題是領導層將面臨的以

及如何處理這些問題？有什麼樣新興的最佳實踐方案可以展現志願服務與

永續發展目標已經有結合？ 

 

優先考慮關注以下內容的發表人： 

 新興的最佳實踐方案展現志願服務如何回應永續發展目標 

 國家和地方領導作為提倡志願服務作為實踐永續發展目標的潛在角色。

特別是在對永續發展目標缺乏了解或關助的國家和社區 

 與非政府組織、政府和企業進行志願合作的新合作夥伴關係案例，以便

為永續發展目標制定合作對策 

 

4.青年志工  

不乏可能招募志願者的青年。但是志願參與組織必須做好準備，為他

們提供有意義的工作，提供培訓，培養他們對世界的理解和技能，並記錄

他們的工作和成就，以幫助他們建立一個可證明的工作場所歷史權限。青

年如何服務和青年參與組織設計和提供持續的志願者機會，明確地包括發

展工作場所的準備情況？志願者組織如何利用年輕人的舒適感來進行數

字化連接 - 既是招募，組織和管理他們的方式，又是創造新的虛擬，移動

和微型志願服務的機會？全民或跨國志願者計劃是否為年輕人增加？學

校和其他教育機構如何促進年輕人積極的志願服務？授權的社區服務是

否會導致參與者志願服務的持續承諾，終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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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考慮關注以下內容的發表人： 

 青年志工由做中學以及為就業做準備的技術發展等的實例與方案。 

 透過社群媒體招募和吸引青年志工的創新方案； 

 成功的全職青年志工方案／計畫。 

 

 

5.企業志工 

企業志工－雇主積極努力鼓勵和支持員工的志願服務－現在已成為全

球志願服務社群的一部分。現在，特別是全球企業聯盟和非政府組織如

IMPACT2030，正在努力由企業志工達到永續發展目標。這顯然將增加非政

府組織和政府建立與私營部門成為志願服務夥伴的機會。除此之外，企業

將面臨挑戰如何平衡期待目標和員工對參加廣泛志願服務機會的持續期待？

這兩個力量如何平衡？同時企業將被期待要投資在記錄和評估其志願服務

對永續發展目標的影響力？企業和志工團體如何回應這新的現實？ 

 

優先考慮關注以下內容的發表人： 

 永續發展目標（SDGs）：員工教育、決定計畫或鼓舞人心的行動。 

 創造一個技術導向的全球志願服務方案 

● 志工的想法：了解志工的動機和趨勢，包括最初的參加、持續的參與、

適才適用、認同等等。 

 

6.衡量志願服務的影響 

或許全球志工社群最大的挑戰來自於各國政府在批准永續發展目標時

發出的：向我們證明志願服務可以為全球和平及發展達到重大的、可論證

的進步。經常被討論到的，對影響力的研究和衡量的現在必須被志願服務

社群視為優先及核心處理項目，無論是組織、在地、國家或全球層級。為

什麼我們應該要計算志願服務的影響力？我們究竟如何做到這一點？以

及我們應該如何處理完成後的資訊？這是我們在提到計算志願服務影響

力時常遇到的問題。在特別設置的會議主題中將集結那些處理這個問題的

人，去教育、鼓勵和協助這個將做為我們所有人的優先事項。 

 

優先考慮關注以下內容的發表人： 

 已完成的志願服務影響力評量的最佳實踐方案及使用的工具； 

 影響力評量如何有效的結合志工管理，從初期規劃到公開報告； 

 從最初的規劃到公共報告如何將影響衡量標準有效納入志願者管理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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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基於信仰的志願服務 

事實上所有的宗教信仰核心都呼籲他們的追隨者，為窮人服務和為正

義努力。更廣義來說，所有宗教團體都是志願服務參與機構。因為他們

的志工是以信仰為動機，是否會出現特殊的問題？不同信仰的宗教團體

可能聯合進行志願服務嗎？（按：FBO 為 Faith-based Organization 縮寫）

目前關於宗教差異的緊張局勢如何影響信仰人士在社區成為行動志工的

能力？宗教團體志工如何平衡「關懷自身」與更廣泛的社區參與？有什

麼樣的宗教志工結合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創新實例？ 

 

優先考慮關注以下內容的發表人： 

●宗教間的聯合倡議，和社區／志工組織關於共同目標領域的實例 

 以信仰為基礎的組織如何成功的招募、培訓和吸引志工的策略； 

 以信仰為基礎的組織及其志願服務在社福體系中扮演的角色。 

 

8.志願服務創新 

在我們充滿挑戰的經濟環境中，不斷要求志願服務參與組織與新的受

眾合作，使他們的收入多樣化並且採用創新工作方式。但這在現實中意

味著什麼？是否「新」就是代表著「創新」？ 

？？？這對組織和協調志工的人意味著甚麼？身處志工網絡，我們如何

適應嘗試新事物帶來的風險和失敗？志願服務是否使我們的組織與個人

更創新？志願服務與社會及公民創業之間的關係？ 

 

優先考慮關注以下內容的發表人： 

●科技／數位和志願服務：挑戰和機會； 

●志願服務與社會及公民創業的實例； 

●動員更多志工的創新方式。 

 

9.人口老化的影響 

60 歲以上的人口將在接下來的 35 年間從 9 億成長到 20 億。開發中國

家面臨人口老化的挑戰與已開發國家相同或甚至更嚴重。更多的老人意

指更多的潛在志願服務者，他們可以給予他們的生命經驗、技能、時間

和精力，但與此同時也意味著更多的老人們需要幫助。此外，志願服務

是長壽的關鍵要素，幫助老人創造更健康、更有生產力、更充實的生活。

但是，志願服務參與組織需要為高齡者做好準備，且願意透過理解和滿

足其需求來有效地接納高齡者。為何和為何不接納高齡志工？高齡志工

的管理方式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如何設計同時接納「青老」和「老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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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與計畫，並且認識到並非所有老年人都是相同的？全球有哪些最佳實例的

展現？ 

 

優先考慮關注以下內容的發表人： 

●使退休人員成為志工； 

●為年長者需求所提供之志願服務，以及跨世代志願服務； 

●以志願服務作為增強老年人健康和福利的意義。 

 

10.志願服務，包容和融合 

志願服務可以開展有力的途徑，讓人們可以找到自己的出路。然而，往

往志願服務本身即以各項因素排斥人們，如年齡（無論是年輕人還是老年人）、

經濟狀況、性別、性取向、缺乏教育、身心健康問題、殘疾、監禁、公民身

份或失業等，？？？ 志願服務如何更親善？世界各地有甚麼最佳的實例說

明？你如何在你的組織中計畫多樣性、建立承諾、以及實現？ 

志願服務對移民和難民的融合具有尚未開發的潛力。他們發現志工參

與增強了他們以成員身分融入新國家的能力。對於實踐有哪些創新的想法

可以鼓舞地方政府、個人和公民社會行動者在各自的社區中促進融合？ 

 

優先考慮關注以下內容的發表人： 

 透過志願服務包容人口弱勢族群的模式； 

 努力挖掘移民和難民提供志願服務的潛力； 

 志願服務在培育社會包容和社會正義中扮演的角色。 

 

11.志願服務和政策制定 

政府在定義志願服務、提供資源、和鼓勵志願服務上扮演了一個必要的

角色。這一角色包括確保法律和政策範圍允許和鼓勵志願服務 

；明確的領導能力，創造一個願景讓民眾願意參與志願服務並且公開承認

參與；並財務支持國家領導和更廣大的基礎設施以及志願服務技能培養。

政府的積極參與和支持也存在風險。隨著投資的增長，其對志願服務的影

響也將隨之擴大，可能會成為公共政策的工具，並且成為一個對國家及政

府的愛國主義或忠誠的證明。志願服務網絡如何與政府有最佳的聯繫，將

政府的支持最大化並防範潛在的負面影響？志願服務領導組織如何同時倡

導政府支持志願服務行動，又鼓勵公民參與志願服務，但這些志工可能反

對政府政策或是社會弱勢代表？我們將從政府和志願服務者的角度探討這

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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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考慮關注以下內容的發表人： 

 地方政府促進和支持志願服務的方式； 

 志願服務發展－志願服務的法律及政策範圍實例； 

 透過夥伴關係增強志願服務－公民社會和政府的合作。 

 

12.志願人道主義援助和緊急救濟 

隨著世界各地日益增多的危機，無論是天災或是人禍，需要志工比以往

更多。在危機的狀況下，志工已被證明是政府及跨部門間的重要夥伴，在需

要的地方提供物資、醫療以及人道關懷。從緊急救護到長期發展，志工的介

入需要連續性。志工如何參與和平行動以處理失敗國內發生的挑戰？我們如

何提供在當地提供實際影響力的志工人身安全的保護？我們可以從鼓舞人

心的人道主義救援和緊急救濟的志願服務中學到什麼？我們如何借鑒一般

公民大量的知識、技能、資源、網絡和熱情來使應急及災害管理的效率最大

化？在全球範圍內，國際援助體系如何認識當地基層組織和志工並與知接觸？

政府機構如何將志願服務納入其官方發展援助政策和計劃的一部分？所有

這些問題以及其他問題將成為會議討論的基礎。 

 

優先考慮關注以下內容的發表人： 

 在天災人禍的恢復階段之前、之間、和之後聘請員工的最佳方式； 

 在災害環境中維護志工的安全 

 在緊急救援狀況之後維持志工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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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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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議場地 

奧格斯堡康列斯公園會議中心 

Kongress am Park Augsburg 

 

地址：Gögginger Straße 10, 86159 Augsburg, Germany 

 

第 25 屆 IAVE 國際志工協會全球年會將在 Kongress am Park Augsburg

會議中心舉行。 建於 1972 年 Wittelsbacher 公園北部邊，美麗的中心及其

顯露的混凝土建築在經過 2012 年 5 月全面翻新後重新開放。 硬混凝土和

溫暖的木材，華麗的燈光雕塑和五顏六色的休閒家具之間的對比為城市舉

辦的許多重大活動創造了一個絕佳的場地。 

除了一個可容納 1,430 人的大廳外，Kongress am Park 還為 330 人提供

了一個較小的會議室，兩個明亮的休息室，1,280 平方米的展覽區和七個設

備齊全的小型會議室，可容納多達 140 人。 直接的地下通道連接會議中心

和鄰近的 Dorint 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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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年論壇議題與議程 

     

    2018 年世界青年志工論壇旨在更新青年志工願景、承認青年志工為全

球發展的關鍵因素，及積極、負責公民參與的作用。這個特別的機會，將

歡迎所有 30 歲以內的青年、領導者參與，彼此認識、一同服務、學習及反

思，並建立能延續長久的夥伴關係。 

 

透過這次的主題 ─  

“Youth Volunteers Shaping the Future”  
青年志工塑造未來 ，我們的目標是倡導將青年的聲音融入現今及未來

的志願服務中。2018 世界青年志工論壇的籌辦者認為：志願服務是賦予青

年能終身培養同理心和服務社會的關鍵方式。透過這場鼓舞人心的活動，

我們也會特別安排一些特別的活動，讓青年志工有擔任計畫中心策畫角色

的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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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架構 

在兩日的議程中，我們將包含下列不同的活動： 

 

※演練 

互動及活動讓青年啟發、學習及體驗生活在志願服務氛圍與對個人發展的

影響 

 

※大會論壇 

所有與會者將聚集在一貣，針對主要問題和挑戰與全球領導者進行交流，

並了解志願服務的高影響力和創新實例 

 

※工作坊 

特別深入某項議題, 強化志願服務策畫及創新、提升影響力。 

 

※參加條件 

2018 世界青年志工論壇是為了讓那些致力於當地或國際地區志願服務及

公民參與的青年而設立，預計將有約 200 名青年參與。 

 

● 16-30 歲 之青年志工 

●社會公民組織之領導 , 特別是處理志願服務相關議題的青年(16-30 歲) 

●社區、個人團隊或草根青年領導者(16-30 歲) 

●青年組織代表 

●建立解決當地問題之商業模式的青年企業家 

●目前於德國參與長期志願服務計畫的志工 (16-30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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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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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場地 

奧格斯堡應用科學大學（奧格斯堡大學） 

Augsburg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Hochschule Augsburg) 

 

地址：An der Hochschule 1, 86161 Augsburg, Germany 

 

 

該大學成立於 1971 年，是巴伐利亞州最大大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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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單位簡介 

一、年會主辦單位： 

IAVE 國際志工協會 

國際志工協會（IAVE）創立於 1970 年，為國際

上第一個也是唯一的跨國志工網絡組織，在國際民間

社會聲譽崇隆，於志願服務領域居領航地位。IAVE 總

部設於美國華盛頓 DC，擁有 55 個國家作為國家代表，

會員遍佈全球 95 個國家，其區域涵蓋北美地區、歐洲、

拉丁美洲、非洲、亞太地區及阿拉伯國家等。IAVE 並

為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ECOSOC）的特別諮商（Special Consultative 

Status）團體，為各聯合國會員國統籌志工培訓和倡導

志工精神。IAVE 長年來倡導志工精神與專業志工培訓，

對全球志願服務的推展具有莫大貢獻。 

 

奧格斯堡志工中心 

Partnership with Volunteer Center Augsburg 

 

成立將近二十年，Freiwilligen-Zentrum Augsburg（VC - 

奧格斯堡志願者中心）的口號是“共同生活，共同成

長！”，吉祥物為 Freya 和 Willi。 

 

奧格斯堡志工中心的使命是提供訊息和諮詢給公民，加強與志願者之間

的溝通，支持組織和公民的志願服務承諾和社會責任感等辦法，促進奧格

斯堡的志願服務。 為實現這些目標，奧格斯堡志工中心與奧格斯堡聯盟（B

ü ndnisfü rAugsburg）的各部的合作夥伴緊密合作。 自 2012 年以來，巴

伐利亞聯邦勞工和社會事務部資助該組織作為志願者協調官方中心。 截至

今日，約有 900 多名志願者透過奧格斯堡志工中心參與服務，並有 12 名兼

職員工協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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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籌組單位： 

            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 Volunteering Taiwan 

               IAVE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aiwan 

官網： www.vtaiwan.org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 號 3 樓 303 室 

TEL：+886-7-3438100  FAX：+886-7-3438101 

E-mail：admin@vtaiwan.org 

Volunteering Taiwan 成立於 2001 年，為國際志工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Volunteer Effort（IAVE）國家代表辦公室，也是全球網絡的

分會之一。Volunteering Taiwan 基於「志工台灣、國際接軌」之理念，目的

在於創造一個連結在地與國際志願服務團體理念、行動及資源交流的平臺，

為營造民主治理的社會而努力，其成立不僅對於本土與國際志願服務的接軌

具有深遠意義，更於邁入成立第十年之際，積極整合台灣志願服務的資源及

與國際公民社會接軌，建立更有效率的交流平臺。自 2001 年貣持續組團出

席 IAVE 相關全球及區域會議，到目前為止共協助國內逾 450 個志工組織超

過 1,100 人參與 IAVE 全球及區域會議，舉辦超過 80 場國內外研討會及工作

坊，更於會議中發表過 85 篇論文，奠立 Volunteering Taiwan 在國際志工組

織的地位，讓台灣與世界共榮並進，奠定台灣志願服務新里程碑。 

 

 

 

 
 



     #IAVEinAugsburg 

 - 21 - 

伍、費用 
一、年會註冊費 

 早鳥優惠截止日期：2018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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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年論壇註冊費 ( 30 歲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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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IAVE 國際志工協會德國全球年會 暨 世界青年志工論壇 

參與臺灣組團報名表 

□報名 第 25 屆 IAVE 國際志工協會德國全球年會 (2018 年 10 月 17-20 日)      

□報名 2018 世界青年志工論壇 (2018 年 10 月 15-17 日) 

項目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姓名 Name   

*職銜 Position   

*機構 Institution   

*住址 Address   

*國籍 Nationality  *稱謂 Title Prof./ Mr./ Ms./ Mrs. 

*出生年月日 Birth Date  yyyy/mm/dd  *性別 Gender □男   □女 

*身份證號碼 ID Number    

*護照號碼 Passport No.                      *有限期限 Expiry Date  yyyy/mm/dd 

電話 TEL  *手機 Mobile  

*電郵 Email  傳真 FAX  

飲食需求 Diet requirement 
□無 None □素 Vegetarian  □穆斯林餐(回教餐) Halal 

□無麩質餐(免敏)Gluten free  □ 其他 others 

投稿方案 Paper Submit (Yes / No)題目 Topi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機票安排 □欲請秘書處協助安排  □自行安排 

當地交通安排 □欲請秘書處協助安排  □自行安排 

膳宿安排 □欲請秘書處協助安排  □自行安排 

城市導覽 □參加  □不參加 

其他備註 (Other request)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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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誠摯邀請各志工組織、公部門、學術機構，

及其他所有對志願服務工作有興趣之先進、志工及青年共襄盛舉，一同前

往德國，與各國優秀與會者一同交流，給自己一個開拓視野的絕佳機會，

並將您對志願服務的寶貴經驗分享出來，有意願前往墨西哥參與年會的夥

伴們請密切注意網站消息 www.iavetaiwan.org 或與我們連繫，我們將竭力

服務，讓志工台灣國際接軌航向世界融通。 

 

最新參與臺灣組團資訊：http://vtaiwan.org/?page_id=7729 

 

 

 

◆第 25 屆國際志工協會德國全球年會官網：https://www.iave.org/wvc2018/ 

◆2018 世界青年志工論壇官網：https://www.iave.org/gyvf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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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聯繫： 

電話 - (07) 343-8100 黃婷瑜小姐 或 楊孟翎小姐 

傳真 - (07) 343-8101 

信箱 - 黃小姐 jod@vtaiwan.org 或 楊小姐 admin@vtaiwan.org 

官方網站 - http://vtaiwan.org/ 

mailto:jod@vtaiwan.org
mailto:admin@vtaiwan.org
http://vtaiwan.org/

